
CARETOPIC

是全球首个外用非那雄胺喷雾
用于治疗男性雄激素性脱发

AMZEEQ

是全球首个治疗9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痤疮的外用米诺环素
能有效改善炎性皮损

本报博鳌9月22日电（记者袁
宇）9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
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管理
局获悉，由科笛生物引进，用于治疗
男性雄激素性脱发、痤疮及玫瑰痤
疮 治 疗 的 三 款 创 新 药 物 ——
CARETOPIC、AMZEEQ、ZILXI近
日落地乐城先行区，为国内男性脱
发、痤疮患者带来治疗新选择。

据介绍，CARETOPIC 是全球
首个外用非那雄胺喷雾，用于治疗

男性雄激素性脱发。采用独有的
羟丙基壳聚糖（HPCH）技术，搭配
机械喷雾锥形罩使用。定量精准
释放药液，靶向抑制Ⅱ型 5α 还原
酶 ，药 物 全 身 暴 露 量 比 口 服 低
10000%以上。截至今年 4 月，该
产品已在卢森堡、意大利、德国和
葡萄牙获批上市许可。

AMZEEQ 是全球首个治疗 9
岁及以上儿童和成人痤疮的外用
米诺环素（4%盐酸米诺环素），采

用独特MST™技术，抗痤疮丙酸杆
菌经典抗生素首次实现局部给药
直达患处，保持高敏感性的同时降
低药物全身暴露量，且能有效改善
炎性皮损。该产品已于 2019 年被
批准在美国上市。

ZILXI是全球唯一治疗成人玫
瑰痤疮的外用米诺环素（1.5%盐酸
米诺环素），泡沫剂型靶向均匀输
送药物至病变单位，通过抑制基质
金属蛋白酶（MMPs）的表达显著

改善炎性皮损。该产品于 2020年
5月28日被批准在美国上市。

科笛生物公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三款创新产品引入乐城先
行区，将为国内广大男性雄激素性
脱发患者、痤疮及玫瑰痤疮患者带
来治疗新选择。

该负责人表示，未来将继续加
大合作，持续为中国皮肤病患者引
进更多创新药物与器械，助力提升
乐城先行区医美服务能力。

博鳌乐城引进3款皮肤科全球新药
男性脱发、痤疮等治疗有了新选择

76家企业已入驻
海口江东新区企业港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刘
梦晓）9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
口江东新区管理局获悉，随着江东新
区企业港项目招商工作不断推进，园
区已吸引76家企业入驻，为江东新区
发展注入新活力。

江东新区企业港（一期）位于白驹
大道东侧、江东大道南侧，与江东新区
总部经济区（生态 CBD）仅一路之
隔。该项目于今年3月31日完工，目
前正面向离岸贸易、新金融、总部经
济、高新技术等产业开展招商工作。

据悉，江东新区企业港自运营以
来，共吸引了76家企业入驻，其中贸易
产业类企业41家。截至目前，兖矿、国
开金属等入驻企业已完成离岸贸易额
达8.6亿美元，储备离岸贸易企业达15
家。“企业港的地理条件比较便利，环
境优美，设施齐全，管理服务很到位。”
入驻园区的一家企业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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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LXI

是全球唯一治疗成人玫瑰痤疮的
外用米诺环素

海口国兴大道
两座地下人行通道将开放

近日，国兴大道和大英山西三
路交叉口东侧、国兴大道和五指山
南路交叉口西侧两座地下人行通道
即将建成使用。国兴大道是海口交
通主干道，两座通道开放使用后将
为行人提供便利，车辆通行效率也
将得到提升。

本报记者 李天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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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赵
优 实习生陈梦馨）中秋佳节刚过，国
庆假期将至，乐游海南享不停。海南
日报记者了解到，7月至9月期间，为
重振海南旅游行业新动能，培育研学
旅游市场，省旅文厅在旅游市场回暖
中强势推出多个旅游活动IP，通过系
列丰富的线上线下活动深挖海南旅
游消费市场，持续助力海南旅游市场
升温。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旅游旺季，
包含电竞、科普、自驾、康养等主题
在内的各项活动将陆续上演，激发
大众旅游需求。9月24日至25日，
海口日月广场将迎来一场电竞潮流

文化盛宴——G.E.T。电竞时尚星
球嘉年华，融合“电竞文化”与“潮流
青年文化”，打造海南潮流酷游文化
嘉年华，开拓海南青年旅游风向
标。9月 24日起，省旅文厅举办的
2021年“玩转琼岛”海南自驾游推介
活动将陆续空降南宁、珠海、广州3
个城市，活动现场联合海南免税、旅
行社、酒店、景区等各类旅游企业，
推出国庆黄金周“玩转琼岛”特别超
值优惠系列活动，打造吃喝玩乐一
体化的度假天堂，掀起海南自驾车
营地产业发展新热潮。

为塑造康养这一精品旅游IP，9
月25日至27日，“海南健康游·欢乐

购——冬日暖阳享康养系列推广活
动”将推出中医药轻医疗康养旅游、温
泉康养旅游、运动康养旅游、滨海度假
康养旅游、雨林康养旅游5条精品线
路，推动海南康养旅游业发展。

结合航天主题，“收到请回答”航
天科普巡展暨“未来的海南生活”体
验舱将于11月走进上海，带领更多
亲子游客去探索未知新奇的世界，寻
找从海南迈向星辰大海的更多可
能。“收到请回答”航天科普巡展暨

“未来的海南生活”体验舱是省旅文
厅首次将旅游推广与中国航天主题
科普巡展结合，通过与中国航天科技
国际交流中心“太空创想”、大悦城控

股集团等深入合作，共同助力海南亲
子旅游品牌打造。

为促进海南旅游文化产业创收增
效，2021年海南旅游文化市集活动将
走进杭州、宁波、扬州、无锡等地，趣味
呈现好看“集”了、好吃“集”了、好玩

“集”了、优惠“集”了四大主题，分别展
示十五类海南旅游产品，进一步拉动
旅游消费。

各大平台各出奇招为游客解锁海
南旅游新玩法。随着人们出游的意愿
回暖，凯撒旅游将围绕亲子嗨玩、情侣
度假、父母康养等多群体旅游需求，整
合海南优惠优质旅游度假产品，以“放
价”为切入点刺激全国游客赴海南旅

游需求。爱奇艺海南站将开展“机智
的旅行”特别策划，提供涵盖吃、住、
行、游、购、娱的全方位海南旅行攻略，
吸引更多年轻群体来打卡同款“名场
面”。小红书平台推出了“南”游体验
官沉浸式旅游打卡计划，邀请达人结
合海南当地景点、购物、美食、文化体
验，打造具有海南特色主题的网红旅
游线路。

据省旅文厅相关负责人介绍，在
落实疫情防控措施的前提下，立足海
南得天独厚的旅游环境优势，全省旅
文系统将在国庆期间为旅客提供精彩
纷呈的旅行选择，实现文旅业推动消
费内循环的牵引作用。

我省推出特色旅游产品及文旅活动，做好旺季迎客准备

海南新玩法 等你来尝鲜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傅
人意 良子 通讯员陈颖 陈炜森 菅
元凯）9月 22日，省公安厅、省供销
社、省农业农村厅和省乡村振兴局在
省公安厅办公区举办“2021年‘庆丰
收、感党恩’中国农民丰收节暨消费
助农海南省公安厅专场活动”。活动
现场，省公安厅厅属各单位号召广大
公安民警、辅警、职工主动开展“以购
代捐”“以买代帮”消费助农活动，以
实际行动参与消费帮扶。

“山兰米怎么卖？”“一袋有多少
斤？”……活动现场，肉禽蛋类、粮油
副食、时令水果、冲调饮品、海产干
货、新鲜蔬菜等六大品类产品琳琅满
目，吸引大家竞相购买。此次活动共
设助农摊位22个，组织各市县低收
入人群和具有帮扶机制的农民专业
合作社（企业）的产品现场售卖，其中
包括省公安厅2个帮扶点的展销产
品。据统计，当天下午共实现销售额
约15万元。

“中午才杀好打包的土鸡，干警

们很喜欢，卖得不错。”活动现场，昌
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山竹沟村村民
陆智兴说，他在省公安厅对口帮扶下
于去年实现脱贫，今年省公安厅继续
支持他养了3000多只土鸡，线上通
过镇政府补贴的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线下则参加消费助农大集市等活动
扩大销路。

活动现场，定安县新竹镇基层供
销社老职工赵春书说：“今年以来，新
竹镇供销社加强与多个市县供销社
沟通联动，主要是向农户收购农产
品，并在海口市海秀镇供销社农贸市
场长期销售，稳步拓宽农产品产销对
接渠道，助力脱贫户和农民增收。”

“一只25斤左右的龙桥乳羊，不
到10分钟就卖完了；30多斤的琼中
山猪肉也卖完啦！”海口市供销社所
属海南三农果蔬产销有限公司经理
吴小岳说，在市供销社指导下，公司
建立帮扶机制，与脱贫户签订合作
协议，通过海南乡村振兴网、消费助
农大集市等线上线下平台进行销

售，并将年总销售额按一定比例返
还脱贫户。

省公安厅帮扶办副主任黄齐育
称，省公安厅成立了定点帮扶工作领
导小组，出台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
山竹沟村、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乐

利村两个定点帮扶村《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实施方案》，正在通过志智
帮扶、产业帮扶、就业帮扶、消费帮
扶、治安帮扶等工作载体，健全防止
返贫动态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推进
巩固脱贫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海南省消费助农大集市走进省公安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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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企兴万村”
海南行动启动
为乡村振兴贡献海南民企力量

本报讯（记者周晓梦 通讯员李梦人）近日，
“万企兴万村”海南行动启动大会在白沙黎族自治
县召开，并向全省民营经济人士发出“汇聚力量再
出发，振兴乡村建新功”的倡议。

省工商联、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省
光彩会、农发行海南省分行、农行海南省分行积极
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部署精神，按照全国工
商联“万企兴万村”行动要求，共同组织实施“万企
兴万村”海南行动。“万企兴万村”海南行动以接续
我省“百企帮百村”精准扶贫行动为基础，以我省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为重点，以产业对接、共赢发
展为目的，引导广大民营企业和商（协）会组织，积
极投身乡村振兴工作。

日前，上述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万企
兴万村”海南行动的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
围绕我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鼓励引导1000家以上民营企业及商（协）会
组织，参与乡村振兴工作。省工商联有关负责人
表示，希望全省广大民营企业聚焦全面乡村产业、
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为乡村振兴贡
献海南民企力量。各市县和有关部门要积极行动
起来，为民营企业有序参与行动，为村企实现互惠
互利、共建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出谋划策、保驾
护航，形成强大的工作合力，确保行动出实效。

以启动大会为契机，白沙组织开展“共建自
贸港 投资到白沙”招商推介会，推介白沙乡村振
兴招商项目，并组织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乡村振兴
示范点。

万宁两企业获批使用
兴隆咖啡农产品地理标志

本报万城9月22日电（记者张惠宁）海南日
报记者9月22日从中国（海南自贸港）罗布斯塔
咖啡与产业发展论坛和2021年第二届兴隆咖啡
擂台赛暨兴隆农产品地理保护标志启用新闻发布
会上获悉，海南省兴隆原产地有机咖啡有限公司、
万宁咖臻啡香食品有限公司，获批使用兴隆咖啡
农产品地理标志，为万宁首批获批使用兴隆咖啡
农产品地理标志的企业。

获批的两家企业将严格按照《兴隆咖啡农产
品地理保护标志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进行地标
使用，万宁兴隆咖啡行业协会将不定期地对此进
行质量抽查。“不是所有的咖啡都能称为兴隆咖
啡，从种植、加长到包装上市，兴隆咖啡都有标
准。企业获批使用兴隆咖啡农产品地理标志，有
利于兴隆咖啡的品牌保护，防止假冒品牌行为。”
万宁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据介绍，2019年的中央1号文件强调，强化
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商标保护，对打造特色农业产
业、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意义重大。

海口秀英出台鼓励返乡大学生创业政策

符合条件者
可获10万元创业资金

本报讯（记者计思佳 特约记者陈创淼）为加
强人才培养与引进力度，《海口市秀英区关于鼓励
支持返乡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实施方案》（下称《方
案》）日前出台。《方案》明确，每年安排200万专项
资金用于鼓励支持返乡大学生创业创新的六大类
项目资助、创业培训、平台建设等，经评审符合条
件的一次性给予10万元创业项目资金。

目前，大学生创业创新对象报送工作已经启
动。有创业意愿的秀英区返乡大学生可在秀英区
人民政府网、秀英党建、秀美英姿公众号等区内各
类媒体平台下载有关文件和申请表格，也可到所
在镇（街道）或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报
送截止时间为2021年10月31日。

据悉，《方案》包括六大类扶持项目：1.采取
“企业+村集体+基地”等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
农业，创响一批“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
项目；2.利用没有承包到户的集体“四荒”地、果
园、养殖水面等资源，发展现代农业项目；3.利用
人文、历史的良好生态资源优势发展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的项目；4.利用闲置的各类房产设施、集
体建设用地等，与村级组织合作等方式发展租赁
物业的项目；5.探索“互联网+乡村”模式，大力发
展农村电子商务，拓宽村集体和农民增收渠道的
项目；6.其他符合秀英区农业产业发展方向，有引
导、示范、带动作用且带动群众致富效果明显的创
业创新项目。

临高水邱村发展红橙产业助农增收

红橙飘香好“丰”景
本报临城9月22日电（记者张文君 通讯员

王凯）眼下正是红橙丰收上市的季节。9月22日，
海南日报记者走进位于临高县东英镇水邱村的红
橙种植基地看到，橙树上挂满了如拳头般大小的
橙果，果实压弯枝头，一派丰收景象。

“这片基地是我于2017年流转村里的荒地种
下的，今年预计可以产果6万斤以上，批发价为每
斤4元左右，效益不错。”水邱村红橙种植基地负
责人陈坚勇说，预计9月中下旬进入采摘期，采摘
持续一个月。

近年来，得益于较为肥沃的土壤，水邱村产出
的红橙口感佳，外观漂亮，备受消费者喜爱。“每年到
采摘季节，有很多老板到基地来采购，销路不愁。”陈
坚勇说，基地还吸纳不少村民来务工就业。

阿里巴巴电商平台淘特
发布“助农半年报”

三亚芒果受青睐
本报海口9月22日讯（记者傅

人意）9月22日，海南日报记者从阿
里巴巴集团获悉，今年3月份上线生
鲜食品类目的电商平台淘特将作为阿
里巴巴助农新通道首次参加中国农民
丰收节。同时，淘特当天发布的“助农
半年报”显示，淘特“以消促产”带动全
国近500个县区、11万农业合作社将
农产品触网销售，其中带动销售三亚
芒果等农产品。

“助农半年报”显示，淘特累计销
量过10万单农产品超过500款，相
继上线了海南三亚芒果、山东烟台大
樱桃等当季水果。在上半年一次平
台直播中，曾创造105吨海南原产小
台农芒果1小时内售罄的记录。

据悉，淘特依托菜鸟等1000个县
域中心仓和30000多个仓配点，让源
头产地实现计划产供，去掉中间商，直
接供应消费者。今年9月，淘特作为阿
里巴巴助农新通道首次参加丰收节，
将连续3天推出“丰收节专区”，挖掘全
国400多个直供产地800多万款平价
生鲜美味建立“云上大粮仓”。


